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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  概    述 
 
一、我国锅炉能效测试机构概况 

        

批次 公布日期 公告号 定型机构 在用机构 
＜20t/h 

＜14MW 

第一批 2010.12.16 2010年第149号 24 45 

第二批 2011.05.04 2011年第61号 11 10 5 

第三批 2011.12.12 2011年第182号 6 23 

第四批 2012.11.30 2012年第191号 21 2 

第五批 2014.01.07 2014年第1号 3 13 3 

第六批 2014.10.27 2014年第113号 10 

第七批 2017.03.28 2017年第27号 7 2 

合            计 44 
129 

（含4家更名） 
12 



二、核查背景 

     1. 质检总局特种设备局在《质检总局特种设备局关于进一步做好高 

耗能特种设备节能工作的意见》（质检特函〔2013〕30号）文件要求。 

     [质检特函〔2013〕30号]: 

      一、工作目标 

      … …三是要加强锅炉能效测试机构能力建设，通过监督抽查、能  

力验证等手段进一步规范锅炉能效测试工作，提升能力水平。… … 

    2. 2013年国家发改委、质检总局等部门着手研究燃煤锅炉节能环保 

综合提升工程，这就需要一批有测试设备、测试技术、测试能力的专业 

测试机构来配合完成此项工作。 

             2014年10月，国家发改委、质检总局等7部门印发《关于印发燃煤  

锅炉节能环保综合提升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》(发改环资〔2014〕2451号) 

    3. 根据质检总局特种设备局工作安排，委托中国特种设备安全与节 

能促进会组织行业专家具体实施锅炉能效测试机构能力核查工作。 



第二部分      核查组织 
一、核查依据    

         
1.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文件（〔2017〕质检特便字第6004号）； 

2.《关于开展2017年锅炉能效测试机构能力核查工作的通知》 

  （中特促〔2017〕44号）； 

3.《质检总局特种设备局关于进一步做好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工作的意   

   见》（质检特函〔2013〕30号）； 

4.《关于加强锅炉能效测试机构工业锅炉能效测试服务能力建设的通知》   

   (质检特函〔2009〕93号)；  

5.《关于贯彻执行<锅炉节能技术监督管理规程>和<工业锅炉能效测试  

   与评价规则>的有关意见》(质检特函〔2010〕85号)； 

6.《关于应用工业锅炉能效测试数据计算与管理平台的指导意见》 

  （质检特函〔2012〕14号）； 

7.《锅炉能效测试作业人员考核大纲》（国质检特函〔2013〕84号）； 



 8.《锅炉节能技术监督管理规程》TSG G0002-2010； 

 9.《工业锅炉能效测试与评价规则》TSG G0003-2010； 

10.《工业锅炉热工性能试验规程》 GB/T 10180-2003； 

11.《锅炉能效测试机构能力验证细则》； 

12.《锅炉能效测试机构能力验证作业指导书》； 

13.《锅炉能效测试机构能力核查细则》（2015）； 

14.《锅炉能效测试机构能力核查作业指导书》（2015）。 



二、核查内容及方法 

         

      1.核查内容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a.资源条件； 

              b.质量管理体系； 

              c.现场测试工作质量； 

              d.测试报告质量。 

           重点：现场测试工作质量和测试报告质量。 

         

      2.核查方法   

                现场实物核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



三、2017年核查（验证）计划 

核查类型 在用机构 
＜20t/h 

＜14MW 
小计 合计 备注 

能力验证   3 1 4 

26 

-- 

能力核查 22  4 22 -- 



 第三部分    现场核查情况 

核查类型 在用机构 
＜20t/h 

＜14MW 
小计 合计 备注 

能力验证   3 1 4 

20 

—— 

能力核查 12 4  16 有6家合并、放弃  

2017年能力核查（验证）实际完成情况表 



一、资源条件 

  （一）核查内容 

     1.核查机构法人证书（营业执照）及组织机构代码证； 

     2.核查计量认证等资质证书及所含认证项目； 

     3.核查持证测试人员的学历证、职称证、能效测试作业证等； 

     4.核查测试仪器设备及档案。 

 

  （二）核查方法 

       核对测试机构的各项资质证书； 

       核对测试人员的资格证书； 

       核对测试设备数量和规格参数； 

       查看办公和实验场地。 



（三）存在问题 

         

       1.锅炉能效测试计量认证已超期； 

    2.少数机构持证作业人员不满足； 

           

    3.少数机构缺少设备 

          如超声波流量计、铂电阻温度计等； 

    

    4.仪器选型不当 

          如电子台称，量程0～100kg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



二、质量管理体系 

 

（一）核查内容 

    1.能效测试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及内容是否满足测试工作及相关  

      标准的要求； 

    2.测试工作是否按照质量管理体系进行； 

    3.能效测试体系人员、授权签字人任命文件。 

（二）核查方法 

     查阅体系文件； 

     抽查报告及记录，是否与体系文件相符； 

     查阅能效测试体系人员、授权签字人任命文件。 

        



（三）存在问题 

1.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内容不全 

            未见锅炉能效测试授权签字人任命文件 ；    

            未说明锅炉能效测试报告的编号结构要求；   

      缺少燃料分析分包方资料；           

2.作业指导文件内容不全 

      无工业锅炉详细（简单）测试作业指导书、燃料分析作业指导书； 

      无煤样制备方法、湿度测试方法、工况次数要求； 

      锅炉能效测试安全技术要求内容不全，如缺少危险源辩识等；        

3.作业指导文件内容不符   

      测试项目读数记录间隔时间不符，如热水锅炉进出水温度测量间   

  隔时间为10min；       



4.受控记录报告表式不全 

             缺少报告、记录格式； 

         

5.受控记录报告内容不符或不全 

      受控报告格式未采用平台统一格式；无受控文件号； 

      [质检特函〔2012〕14号]： 

      三、自2012年3月1日起，各锅炉能效测试机构应当全部使用该平  

   台进行计算并出具锅炉能效测试报告。 

 



6.受控记录格式不完善，如缺少测试仪器信息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[TSG Z7003-2004] ： 

         第二十八条 

         注：检验检测原始记录内容除人员标识外，一般还应当包括：原  

始记录对应于检验检测报告的识别编号；被检对象的惟一性编号、技术

参数、状态和环境条件；检验检测设备的惟一性标识、技术参数；检验

检测项目及内容；检验检测部位的描述；检验检测依据、数据、结果及

日期等。 

 



7.测试仪器未检定（校准），或项目不全/范围不满足 

         烟气分析仪未检定排烟温度，但用于排烟温度测试； 

         烟气成份项目不全； 

         范围不满足，排烟温度计0～100℃； 



6.缺少测试仪器设备维护保养记录  
 

8.检定（校准）证书未确认   

      精度是否符合要求，范围是否满足； 

 9.实验室安全健康条件不完善，如无粉尘排放设施等 

10.缺少测试仪器设备维护保养记录 

  

 



三、现场测试 

（一）核查内容 

    核查测试方法、仪器使用、现场测试报告等是否符合相关规范、标准

的要求； 

（二）核查方法 

    1.被核查机构选择一台燃煤（油）锅炉进行现场测试，采用锅炉定型

测试或详细测试方法（1小时），进行正反平衡测试。 

    如选择燃气锅炉，须对燃料（灰渣）的称重及取样方法进行演示说明。 

     

    2.对锅炉定型测试机构和燃料分析未分包的在用测试机构应进行现场

燃料分析核查。采用样品复测或标样比对的方式，选择二个检测项目进行

现场核查。 

     如燃料分析分包，查阅分包方出具的报告。 

 



（三）存在问题 

  1.无测试大纲 

  2.有测试大纲，但内容不全 

        缺少编制、审核、审批人员签字； 

        缺少测量项目，如给水压力、蒸汽压力等； 

        [TSG G0003-2010]： 

        2.1.1 测试大纲至少包括以下内容： 

       （1）测试任务、目的与要求； 

       （2）根据测试的目的、炉型、燃料品种和辅机系统特点确定测量  

            项目； 

       （3）测点布置和所需仪表； 

       （4）人员组织与分工； 

       （5）测试工作程序。 



3.安全防护方面 

      现场测试人员未穿戴安全防护用品； 

 

4.测试仪器方面 

      测试仪器无设备状态标识； 

 
           [TSG Z7003-2004]： 

           第十九条  有检定（校准）要求的检验检测设备，应当使用适宜 

    标识表明其检定（校准）状态。 

           对检验检测结果有影响的检验检测设备及其软件，均应加以 

    惟一性标识。 

 

            仪器未检定（校准）而用于测试，如用烟气分析仪测量排烟温度； 



  5.测试方法不当 

       现场取样未按体系文件规定对样品进行唯一性标识编号； 

       锅炉进、出水温度的测量间隔时间（10min）不符合要求；  

       热水锅炉循环流量未测量累积流量；        

       用测温枪测量给水温度； 

       未测量给水管道壁厚、外径； 

       锅水取样量未计量； 

       燃料取样方法不当，未破碎； 

       测点位置与测试大纲不一致，如炉渣温度； 

        
  

      [GB/T 10180-2003]： 

       9.15  循环水量、循环热油量用累计方法确定。 



  6.测试结束后未检查仪器 

      [GB/T 10180-2003]： 

      6.3 试验前后应对所用仪表加以检查。 

 

7.记录方面 

      现场测试记录未采用受控的记录；  

      借用仪表未记录仪器编号； 

      给水流量未记录给水管外径、壁厚； 

      燃料取样标签内容不全。  

             



四、报告抽查 
 

（一）核查内容 

    锅炉能效测试报告及记录是否符合相关规范、标准的要求。 

 

（二）核查方法 

   1. 定型测试机构抽查近三年已出具的锅炉定型产品能效测试报告及

记录5份，按炉型、燃料、出口介质等覆盖；如不足5份时，可采用在用

测试报告补充。 

   2. 在用测试机构抽查近三年已出具的锅炉运行工况热效率详细测试

报告（记录）5份，按炉型、燃料、出口介质等覆盖；如不足5份时，可

采用锅炉运行工况热效率简单测试报告补充。   

   3. 现场抽取报告。 



（三）存在问题 

    1.测试报告未采用国家平台统一格式 

  2.设计数据综合表未填写或不全 

      



3.无测点图、测点位置说明 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4.无测试仪表 

5.仪表信息缺少或有误（烟气分析精度） 

      仪器信息不全，无型号、量程、编号等； 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6.仪器选用不合适 

      测试压力0.4MPa，选用压力表量程为0～6MPa； 

      热水锅炉进、出水温度借用在线仪表，精度1.5级； 

      排烟温度借用在线仪表，精度1.0级； 

      排烟温度采用烟气分析仪测试，未检定（校准）；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7.测试数据方面 

（1）煤质分析， Car+ Har +Oar+ Nar +Sar+ Mar +Aar≠100； 

                煤质元素分析缺项； 



 

 

 

 

 

 

（2）蒸汽湿度、漏煤温度选取有误：     

NB/T 47034-2013《工业锅炉技术条件》 

3.1.2  锅炉的蒸汽品质应符合下规定： 

   a)饱和蒸汽锅炉的蒸汽湿度对水管锅炉不应大于3%，对水火管

锅炉和锅壳锅炉不应大于4%；过热蒸汽锅炉过热器入口的蒸汽湿

度不应大于1%。 

SHL10-1.25-AII  



 

 

 

 

 

 

（3）烟气分析 
 

                  SZL10-1.25-AII 



 

 

 

 

 

 

（4）炉渣可燃物含量有误； 

（5）炉渣、漏煤灰比不当；    DZL4-1.25-S 



 

 

 

 

 

 

8.测试结论不规范 

      如：电加热锅炉95.5%，符合《节规》等； 

9.报告划改 

[TSG G0002-2010]： 

    第二十七条  定型测试热效率结果应当不低于附件A规定的限定

值，对于附件A未涵盖的锅炉，定型测试热效率结果应当不低于设计

值的要求。 

    电站锅炉产品按照相应标准进行能效测试，测试结果应当满足相 

应标准规定或者设计要求。 



 

 

 

 

 

 

10.存档资料不全 

       无测试大纲；  

       无燃料（灰渣）分析报告； 

       缺少支撑平台信息,如制造（使用）单位组织代码、安装日期等,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可增加信息表； 

 

11.记录格式不符或信息不全 

       测试记录与受控记录格式不一致； 

       测试记录无记录编号、无受控文件号； 

              无记录或审核人员签字； 

       记录划改，无划改人签字及日期；  

 

12.测试大纲中的委托方与报告中不一致 



13.测试数据方面 

  

      记录无平均值，或只有平均值； 

给水流量测量未记录管道信息； 

测试时间不符合要求； 

 

[GB/T 10180-2003]： 

7.6 正式试验测试时间应按下述规定： 

a）火床燃烧、火室燃烧、沸腾燃烧固体燃料锅炉应不少于4h； 

b）火床燃烧甘蔗渣、木柴、稻壳及其他固体燃料锅炉应不少于6h； 

c）对于手烧炉排、下饲炉排等锅炉应不少于5h；对于手烧锅炉，试   

   验时间内至少应包含一个完整的出渣周期； 

d）液体燃料和气体燃料锅炉应不少于2h。 



 

 

 

 

 

 

未测量过热蒸汽温度（DHX40-1.25/280-H）； 

报告中数据（给水压力等）与记录不一致； 

给水流量测量数据单位为L/h，没有转换成kg/h而代入计算； 

测量的燃气量未转换为标态； 

   

 [GB/T 10180-2003]： 

   9.2  气体燃料的压力和温度应在流量测点附近测出，用以将实

际状态的气体流量换算到标准状态下的气体流量。 

 

报告中的低位发热量采用空气干燥基低位发热量。 

 

 

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四部分      核查结果及分析 

一、核查结果 

 

（一）能力验证 

    1. 2017年能力验证中，共有在用锅炉能效测试机构4家，能力验证

结果见下表。 

能力验证结果表  

核查结论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合计 

机构数量 0 4 0 4 

所占比例% 0 100 0 100 



    2. 2017年能力验证中，共有在用锅炉能效测试机构4家，存在35项

问题，每个测试机构平均为8.75项，具体分布及所占比例见下表。 

能力验证问题分布及所占比例
表 

核查内容 资源条件 质量体系 现场测试 报告抽查 合计 

问题数量 3 10 9 13 35 

所占比例% 8.57 28.57 25.72 37.14 100 



（二）能力核查 

    1. 2017年能力核查中，共有在用锅炉能效测试机构16家，能力核

查结果见下表。 

能力核查结果统计表 

核查结论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合计 

机构数量 0 15 1 16 

所占比例 % 0 93.75  6.25 100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

   2. 2017年能力核查中，共有在用锅炉能效测试机构16家，存在132

项问题，每个测试机构平均为8.25项，具体分布及所占比例见下表。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能力核查问题分布及所占比例表 

核查内容 资源条件 质量体系 现场测试 报告抽查 合计 

问题数量 17 41 27 47 132 

所占比例% 12.88 31.06 20.45 35.61 100 



二、分析 

（一）主要问题 

                质量体系和测试报告， 

                实际测试能力待提高。 

 

 

（二）产生原因 

   1.对锅炉能效测试安全技术规范、标准、文件的学习理解不够深入； 

   2.质量管理体系不完善； 

   3.未有效执行质量管理体系； 

   4.日常监督检查不够； 

   5.工作不仔细。 

 

    



           第五部分  下一步工作要求 

1.各机构应提高对锅炉能效测试工作重要性、持久性的认识； 

2.已核查机构须尽快整改核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并举一反三；未核查

机构应以此为契机，抓紧时间自查，并尽快完善； 

3.严格按照特种设备安全技术规范、标准开展测试工作，并出具正

确的报告； 

4.在适当的时间对已核查机构进行抽查，确认整改情况； 

5.总局特设局将继续开展监督抽查及能力核查工作，对问题严重的

机构，视情节给予暂停锅炉能效测试资格； 

6.对于测试工作中发现的问题、疑点，及时上报总局特设局。 

 

 



谢谢！ 
          
             2019.05.10 


